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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總商會及中華廠商聯合會昨日在報章刊登

廣告，批評「佔中」行動引起社會爭議，破壞本

港經濟及營商環境，並衝擊法治。本港兩大商會

刊登廣告批評「佔中」禍港，既代表了商界對

「佔中」的憂慮，也反映了社會各界對「佔中」

的反感。近日多個民調都顯示，主流民意反對

「佔中」，擔心癱瘓中環對經濟造成嚴重損失，衝

擊本港法治基石。事實上，中央在香港實行普選

的決心是堅定不移的，普選方案必須符合基本法

和人大有關決定也是堅定不移的，反對派企圖以

違法「佔中」威逼中央接受其脫離基本法和人大

決定的所謂「真普選」，這只會阻礙落實普選。

「佔領中環」直接衝擊香港金融中心。據估

計，「佔中」一旦成事，每天將令本港經濟損失

高達16億元；若港交所因「佔中」未能正常營

業，每小時的交易損失可達100億港元，對本港

金融中心聲譽的損害更難以估量。「佔中」也會

令中環一帶交通陷入癱瘓，工商百業被迫關門。

不少跨國金融和工商機構已啟動風險評估工作，

部署「將部分工作搬離中環」，對香港的商業發

展及其國際形象都將造成難以彌補的損害。而

且，違法「佔中」是對法治的公然挑戰，參與人

士也會隨時惹上官非，前途盡毀，這是「佔中」

發起人必須向社會解釋的地方。本港主流民意崇

尚務實理性、重視社會秩序、不主張以抗爭手法

表達訴求，「佔中」與本港核心價值背道而馳，

自然不可能得到主流民意的認同。

中央落實香港普選的態度是積極真誠的。全國

人大法律委員會主任委員喬曉陽早前在講話中提

到三個堅定不移，包括，中央在2017年落實特首

普選的立場堅定不移，行政長官人選必須是愛國

愛港人士的立場堅定不移，普選辦法必須符合基

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有關決定的立場堅定不

移。香港特區最終實現普選是中央提出來的主

張，並通過基本法在憲制層面作出規定。反對派

企圖以「佔中」癱瘓香港來迫使中央接受他們在

憲制外另搞一套，這實際是要拆除香港通向普選

的法治軌道。

民調顯示，近7成市民認為「佔中」對本港政

制發展沒有幫助，反映主流民意認為激進對抗無

助推動普選。只有在基本法與人大常委會決定的

框架內，理性溝通，求同存異，才可以為政改方

案取得最大公約數。香港市民都期望落實普選，

反對派如果真心推進政改，現時就應放棄違法的

「佔中」，在基本法和人大決定基礎上就普選方案

提出意見。 (相關新聞刊A2-23、A3、A4版)

環境局長黃錦星昨日公布未來十年資源循環

藍圖，希望未來十年減少固體廢物四成。本港

地少人多，廢物處理問題迫在眉睫，政府此次

提出完整的廢物處理策略，定出具體的時間表

及路線圖，顯示政府處理廢物問題的決心。為

提高減費政策操作的可行性，政府應該增加經

濟誘因，做好源頭減廢工作，同時加大力度發

展回收再造產業，為減廢回收建立可持續發展

的基礎。

香港廢物處理設施遠落後於先進地方，3個堆

填區估計將於2014至2018年間相繼飽和，但新

增可供用作堆填區的地方有限，興建垃圾焚化

爐多年亦未有寸進，廢物處理問題已刻不容

緩。此次政府推出一個十年的廢物管理藍圖，

從源頭減廢，到終端處理都有一套完整計劃，

而且有清晰的時間表，反映政府正視問題的嚴

重性，下決心解決多年懸而未決的難題，希望

與市民把握未年十年的關鍵時期，共同建立環

保的文化。

減少廢物的工作重點之一，是實踐都市固體

廢物收費。根據外地經驗，推行這項政策有助

將廢物產生量減少兩成或以上。應該注意的

是，過往當局曾提出類似建議，但是市民反彈

甚大，尤其是大多數基層市民反對聲音較大，

結果廢物收費遲遲未能落實。在選舉政治文化

作用下，推行廢物收費阻力重重。雖然台北、

首爾等城市透過廢物收費可大幅減少垃圾量，

但是是否適用本港仍需顧及現實。本港若能提

供某些經濟誘因，例如減免差餉、給予基層適

當補貼，作為減少廢物、源頭分類的鼓勵，提

升市民減廢的自覺性，減廢效果會更好。

香港全面發展回收再造業，亦是減廢回收持

續發展的關鍵一環。回收再造業並非一般的經

濟活動，可以創造大量的就業機會，促進環保

意識，背後具有社會價值，當局需要有全盤政

策支持回收再造業發展。目前，本港的回收再

造業只停留於回收、打紮、出口的低層次運作

模式。尤其一些從事低價值可回收物料的回收

業，面對回收量低、成本高的不利因素，生存

困難。政府應該打破不資助產業發展的局限，

給予稅務、土地政策優惠作為扶持，成立公營

「資源回收基金」，補助本地中、下游的回收再

造業，政府部門優先考慮購買本地的再造產

品，令回收活動變得具經濟效益，協助回收再

造業健康發展。　

(相關新聞刊A5版)

社會各界反「佔中」違法抗爭阻普選 增加減廢誘因 支持回收再造業

資金掃藍籌 港股扭五窮
指飆410點 騰訊衝越300元 58熊證「打靶」

美股屢創新高，加上上周五傳出內地有意推動
經濟改革的利好消息，落後多時的A股終於

轉強，港股昨承接外圍升勢，裂口高開266點後，
最多曾升約430點，並以近全日高位收市，報
23,493點，升410點或1.78%，創3個半月以來即市
及收市新高，成交增大至694億元。國指略為跑輸
大市，升167點或1.52%，收報11,186點，但即月期
指報23,371點，繼續大低水122點。衍生工具成交
未見特別活躍，期指成交只有6.7萬張，窩輪及牛
熊證佔大市成交比率也只有13.8%，顯示資金增持
現貨。

重磅股領漲 內房煤炭股受捧

藍籌股普遍上升，多隻重磅股更表現亮眼。騰訊
業績理想，資金繼續追貨，全日升6.25%，收報
309.4元，創上市新高，是表現最好的藍籌股。美
銀美林指出，即使撇除一次特別股息收入4.38億元
人民幣，騰訊首季營運收入仍高於市場預期5%，
其中線上遊戲及社區服務表現俱佳，成為主要增長
動力。該行給予「買入」評級，目標價調升至316
元。
匯控再升1.63%，收報90.25元，突破90元大關，

加上友邦升3.85%至36.45元，股價破頂。三股合力
貢獻 指多達174點。與此同時，落後板塊中資金
融股全線揚升，中信証券(6030)及海通證券(6837)同
升4.8%，國壽(2628)及太保(2601)揚逾2%，重磅內
銀股建行(0939)、工行(1398)及中行(3988)皆升逾
1%。
內地新建住宅樓價按月11連升，內房股普遍向

上。碧桂園(2007)急升7.6%，融創(1918)與合生
(0754)升4.6%，富力(2777)升4%，盛高(0337)更急升
近一成。追落後的還有煤炭股，神華(1088)及中煤
(1898)分別升3.2%及3.45%，兗煤(1171)升逾4%。
LED股齊抽高，真明麗(1868)揚13%，達進東方照
明(0515)及雷士(2222)分別升超過8%及7%。

金價8連跌 金礦金飾股捱沽

惟金價8連跌，金礦股及金飾股皆下挫。招金
(1818)挫逾4%，中國黃金(2099)及靈寶黃金(3330)分
別跌近4%及超過2%。金飾股同樣受壓，周生生
(0116)跌5.2%，周大福(1929)跌3.1%，東方表行
(0398)再跌5.7%。
個別股份方面，蒙牛(2319)獲法國達能入股

8.3%，股價急升一成，是超過1年高位。勤+緣
(2366)建議將股份10合1，並折讓76%一供五，股價
暴瀉逾三成至0.207元。華章科技(8276)於創業板掛
牌第二日顯著回吐，挫兩成至1.63元，但較配售價
1.2元仍高35.8%。

A股4連升 創指破頂

高盛傳盡沽工行套85億閻峰：QDII2料年內推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卓建安）香港中
資證券業協會會長、國泰君安國際（1788）
主席兼行政總裁閻峰表示，QDII2（合格
境內個人投資者）基本方案的討論已接近

完成，預計可以在今年底之前推出。
閻峰昨日出席香港投資基金公會午餐會

時表示，QDII2將為內地個人投資者設立
門檻，包括要有一定的投資經驗，而目前
建議中的QDII2的一個方案是內地個人投
資者要有50萬元人民幣的流動資金存在內
地的證券公司賬戶裡面，監管機構透過證
券公司來控制個人投資者的投資額度。

擬設個人門檻 券商資格

閻峰續稱，至於試點QDII2的證券公司
資格，一般來講這些證券公司在香港需要
設立子公司，有在香港市場經營的經驗。
他說，QDII2原則上是與內地簽訂協議的
所有海外市場均可以投資，但從控制風險
的角度考慮，預計其試點將會先從投資香
港市場開始，因香港市場是內地投資者最
熟悉的海外市場。閻峰並透露，目前在港

中資券商包括銀行系和券商系兩大類，共
有60多家，其中券商系有24家。

或全國推行 但限投資額

至於QDII2會否先在某個地區試點，譬
如溫州、深圳前海等，閻峰認為，預計
QDII2會在全國推行，但會設立一個投資
總額的限制。
本月6日國務院常務會議部署了今年內

地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的重點工作，其中一
項是建立QDII2，而市場憧憬QDII2將很
快實施。
在香港中資券商與海外機構的合作方

面，閻峰表示，有關合作涉及股權和產品
設計方面的合作，目前已有中資的資產管
理公司與海外機構洽談合作事宜，其中國
泰君安國際也在資產管理方面與海外機構
進行合作，有關基金產品正在設計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遠威）高盛傳再次
趁高沽售工行（1398）股份，作價總值逾85
億元。據銷售文件顯示，高盛按每股作價
5.47元至5.5元，配售工行總值11億美元（約
85.38億港元）股份，相當於15.6億股工行H
股。工行昨升1.44%，收報5.64元，配售價較
市價折讓2.5%至3%。高盛為獨家賬簿管理
人。據悉，此番出售後，高盛或已結束長達
7年對工行的投資。

6度散貨大賺553億

高盛幾乎每年均沽售工行股份套現，在今
年1月28日工行見頂時，便以每股5.77元沽售
工行10億美元股份，隨後工行股價開始回
落，故市場揣測是次高盛沽貨，是工行新一
輪升浪完結的訊號。據資料顯示，高盛2006
年首次投資工行，購入價值25.8億美元股
份，相當於總股份的4.9%，其後便不斷沽售
工行股份，迄今已減持獲利逾5次，加上是

次沽售，6次散貨合共套現約97億美元，大
賺71.2億美元（約552.63億港元）或2.76倍。
高盛在去年4月已將工行持股量減持至

4.99%，低於5%的強制披露權益水平，當時
持股數約29.83億股。彭博報道指，高盛是次
沽貨已是最後一批，據此，即扣除是次沽出
15.6億股，高盛在過去12個月便已沽出約
14.23億股工行股份。

鄧普頓沽中石油袋6657萬

另外，據聯交所資料顯示，鄧普頓基金近
日減持中石油（0857）H股。資料顯示，鄧
普頓於5月16日(上周四)減持中石油678.2萬股
H股，平均每股9.815元，涉資約6,657萬港
元；本次減持後，其持股比例由6.01%降至
5.98%。這是鄧普頓自2007年底以來首度減
持中石油的股份，該基金於2010-11年間兩度
增持中石油H股股份至逾6%。中石油H股昨
收升1.22%，報9.93元。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周紹基) 外圍及
內地A股齊升，刺激港股昨日升410點，
指或扭轉「五窮」命運，分析師對後

市看法亦表樂觀。交銀環球金融市場經
濟策略師何文俊看法樂觀，他指出環球
股市持續造好，加上內地股市終於回
穩，刺激港股突破關鍵位置，有機會形
成「一浪高於一浪」的走勢，後市有望
挑戰2月初創下的高位，即接近24,000點
水平。

憧憬內地刺激政策將出台

中國銀盛財富管理首席策略師郭家耀
表示，美股持續造好，經濟數據強勁，
消費者情緒指數上升，雖然市場對聯儲
局收緊銀根預期有所升溫，美元升至近3
年高位，但無損投資者入市意慾，道指
及標普500指數再創歷史新高。再者，A
股近日低位反彈，市場消化人行發央票
及正回購消息，憧憬基建及消費等刺激
政策將出台，利好大市，預料港股經過
一輪整固後，大市有望向上突破。

小心獲利盤湧現引發回吐

耀才證券研究部副經理植耀輝表示，
本月初預期大市會升至23,500點，之後便
會遇阻，至今預測未變，相信大市會因
獲利盤帶動而下調，但本周有兩間大型
企業上市，利好資金流，相信回調至
23,000點便有支持。港股大幅落後歐、
美、日等股市，主要因為A股表現低迷
所拖累，若撇除中資股，本地股份的表
現相當不俗，例如本地地產股及收租股

正位處高位，加上新能源股、濠賭股也熱炒，吸引
大量資金。
植耀輝指出，昨日上升的港股超過700隻，但部分

板塊表現卻「兩極化」，投資者減持一些已經急升股
份，換馬至相對落後的中資金融股，相信是未來一
至兩周的投資趨勢。重磅中資金融股表現相對不
濟，拖累 指表現，但相信「風水輪流轉」，相對落
後的中資金融股將會借A股造好而發力，股民應捕捉
該板塊的未來升勢，再下一步他則看好航運股。另
外，金礦股及煤炭股縱使相對更加落後，但基本因
素已改變，股民實不宜沾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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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裘毅 上海報道）承接上周上漲
勢頭，周一滬深兩市高開高走，股指現四連漲走勢。盤
中金融、有色等權重股集體拉升股指一路走高，滬指一
度站上2,300點；午後圍繞2,300點震盪，收盤小幅回
落，滬指報2,299.99點，漲0.75%，深成指報9,307.15
點，漲0.66%，創業板指報1,051.65點，漲2.76%再創新
高。兩市成交增至共2,782.37億元人民幣。
從盤面上看，3D打印概念股午後飆升領漲兩市，板

塊漲超8%；電子信息、航天航空、文化傳媒、券商銀
行、有色金屬等板塊漲幅居前；醫藥行業、電力行業、
鋼鐵行業走勢不佳。
東吳證券分析師萬山德認為，目前A股指數牢牢站上

了60日線，說明多方處於強勢。而成交出現階梯性放
量，說明場外資金不斷進入。而統計顯示，月線三連跌
後，第四個月收漲的概率將會很高。綜上所述，A股仍
將上攻。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周紹基) 外圍及A股上

周五都造好，資金追貨，藍籌全線升，騰訊

(0700)首次突破300元，匯控(0005)亦破90

元大關逾兩年新高，友邦(1299)創上市新

高，中資金融股更全線造好，帶動假期後復

市的港股昨日急升逾410點，58隻熊證遭

「打靶」。分析指出，A股近日低位反彈，市

場漸消化人行發央票及正回購消息，投資者

亦憧憬基建及消費等刺激政策將出台，利好

大市氣氛，後市有望挑戰2月初24,000點高

位，扭轉「五窮月」跌市宿命。

點

2013年
21 3 4 5月

22530

23460

恒指逼近今年高位

21600

昨收23493
＋410 (1.78%)

1月30日
收23822

4月18日
收21512

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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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

280

騰訊股價創新高

140

昨收309.4元
＋18元 (6.25%)

10年6月23日
收124.9元

■港股昨一度升穿23500，收升410點，成交694億

元。 中通社

■閻峰稱，QDII2基本方案的討論已接近

完成。 張偉民 攝


